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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
时，陈燮君正在准备他和女儿
陈颖于八号桥艺术空间苏州河
畔 1908 粮仓举办的“敦煌意
象”父女油画展。参展的121
幅作品，都是父女这些年数次
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写生、研究
后创作完成的。陈燮君、陈颖
的作品庄严且生动，颇具艺术
感染力、视觉震撼力。

绘画创作是陈燮君现在一
项重要的生活，即便是在担任
文博界领导职务时，这个爱好
也从来没有放弃。陈燮君每次
去外地开会，也都带着写生包，
坚持写生创作。

在陈燮君看来，改革开放
40年，上海的文博事业之所以
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与文博
事业管理者们的自身素质不断

提高有很大关系。他们的专业
素养和文化素质，是保证文博事
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陈燮君认为，管理者除了
提高专业水平外，还要博学。
陈燮君藏有10万册图书，每天
阅读不止，阅读涉面很广。这
也就保证了管理者的知识面和
宽阔的视野。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从走出国门看世界到让世界看 到中国看到上海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燮君：改革开放40年， 上海的文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的文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博物馆变多了，博物馆的展陈丰富精彩了，更重要的是这座城
市的人们越来越将去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博物馆情怀与日俱增。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上海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燮君当了十五六年上海博物馆馆长，九年上海市文广局党委书记，还担任过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顾问
总策划师，并且担任了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两个馆的馆长，他还是中国博协副理事长、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
席。可以说，陈燮君是文博事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也是亲历者。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陈燮君。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如果说，过去在很多观众
眼里，参观博物馆是一件可有
可无的事，那么现在参观博物
馆不仅十分必须，而且简直很
值得期待，这恐怕是改革开放
40周年博物馆观众心态的最重
要的变化。

在陈燮君看来，观众心态
的变化，与博物馆运营变化有
着密切的关系。1999年初，陈
燮君结束了3年半在上海图书
馆的领导工作后，到上海博物
馆担任馆长。此后，上博推出
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将展览办
成了社会热点。

2002年以来，上海博物馆
先后举办了多次国宝展。2002
年的晋唐宋元国宝展，因为汇
集了《清明上河图》等名作而成
为社会热点。2004年的周秦汉
唐国宝展，将文博大省陕西的
各大博物馆国宝几乎悉数请
来。2006年的中日书法名品展
被称为第三次国宝展，很多名
家真迹都是难得亮相。此外，
上博还举办了元青花展、《淳化
阁帖》最善本特展等。每次展
览都是万人空巷，成为社会热
议话题。青年报记者就亲眼看
到，有些观众为了看《清明上河

图》一眼，排上四五个小时的长
队，也在所不惜。看展览成为
了人们一种心理依托，很多观
众以看展览为荣，一个展览即
将落幕，竟会有一些恋恋不舍
的情绪在弥漫。

这都是上海过去前所未有
的场面。国宝展的火爆，让上
海文博界敏锐地意识到了观众
对于尖端展览的强烈渴望。看
来并不是观众缺乏参观博物馆
的热情，之所以如此，其根由恐
怕还得从博物馆自身寻找。

陈燮君告诉青年报记者，
其实自国宝展后，上海的文博
界也一直进行思考和讨论，这
些思考关乎博物馆的定位以及
博物馆的运作方式。最终对博
物馆三大传统功能现代化转变
产生了共识。其一，是博物馆
对文物的收藏保管功能要转变
为借助于新技术的文物收藏保
管功能。其二，研究功能转变
为形成学科发展优势的研究功
能。其三，社会教育和展示功
能转变为面向现代社会的社会
教育和展示功能。

这第三点共识，应该说与
上博那一段时期的“展览旋风”
是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的。什

么是“面向现代社会”？在陈燮
君看来，现代社会的博物馆观
众与过去的观众不同，他们对
展览有着自己的审美和判断，
所以博物馆要实现教育和展示
功能，就必须在展览上，在教育

的方式上不断创新。也应该
说，正是由于上海文博界的不
断创新，那段时间，市民的博物
馆意识被培养起来了，他们越
来越渴望文博介入自己的生
活。

博物馆三大传统功能现代化的实践

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上海
的文博事业取得了蓬勃发展，
上海的很多观念和做法总是领
风气之先，成为万众瞩目的标
杆，上海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2008年上海的一些公立博
物馆陆续开始对公众免费开
放。上海的公立博物馆大多从
建馆起就是买门票的，花钱看
展览也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
惯。这次免费开放是一个全国
性的行动，取消了收费，这对于
提升全民参观的博物馆意识有
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上海的很多博物馆都
很有名，常年人头攒动，人气爆
棚。这些博物馆在免费开放之
后，如何掌控局面，确保博物馆
运行的平稳安全，这成为了免费
开放能够真正实现的关键所
在。陈燮君告诉记者，这个时候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免费
不免票”。所谓“免费不免票”，
就是观众入博物馆虽然不收费
了，但依然是凭票入内。通过发
门票的方式，博物馆可以控制客
流，实行有效的管理。结果这个

举措大获成功，使得上海的博物
馆即便在重要展览的大客流面
前，也依然能够泰然处之，平稳
有序。这个对全国各大博物馆
启发很大。

陈燮君对青年报记者说，
上海文博界的一些做法，之所
以总是能够开风气之先，获得
同行和观众的拥护，说到底就
是坚持了一条“以人为本”。想
尽办法和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
合作，让世界上最好的文物到
上海展出，大幅度提高展览的
层次，让观众大饱眼福，从而提
升他们的文博素养，这当然是

“以人为本”。上博坚持不挂复
制品，让观众看到的全部是真
迹，这也是“以人为本”。针对
一些热门展览中观众爆棚的局
面，上博加开夜场甚至通宵场，
这自然也是“以人为本”。

上海的“以人为本”不仅针
对观众，也针对捐赠者。今年
上博已经先后接受了香港著名
文物收藏家朱昌言后人，以及
华人文物收藏家李汝宽家族的
文物捐赠。应该说，改革开放

40年，上海各大博物馆藏品能
大幅度增加，与来自收藏家和
民间的慷慨捐赠有着密切的关
系。而藏家之所以愿将毕生珍
藏捐于上海，与上海善待收藏
家的做法直接相关。

陈燮君告诉记者，过去博
物馆大多声称要“保管好捐赠
品”，但是他在上博工作的时候

领导班子就进一步提出要“善
待收藏家”。上博有镇馆之宝
大克鼎，来自于潘达于老人代
表 潘 家 的 捐 赠 。 潘 达 于 在
1951年在捐赠大克鼎的同时捐
赠了大盂鼎。出于感谢，上博
对潘达于老人进行了长达数十
年的照顾。潘老想回苏州居
住，上博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为

其在苏州买房；潘老生病，上博
热情照顾；在 2004 年，在庆祝
潘老百岁生日的时候，上博让
大克鼎和大盂鼎重聚。这种捐
赠者与博物馆之间的故事，已
经成为了佳话。善待收藏家，
又何尝不是“以人为本”？又何
尝不是收藏家们慷慨捐赠的缘
由？

上海的博物馆总能领风气之先

在上海世博会筹办那几
年，陈燮君担任了上海世博会
的主题演绎顾问总策划师，并
且担任了世博会博物馆和城市
足迹馆两个馆的馆长。担任馆
长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陈列
展览的策划，许多展品都需要
向世界著名博物馆、国内各大
博物馆借展。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
物馆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阿
尔伯特亲王的名字命名，在
1851年伦敦博览会结束后，为
纪念并保存历届世博会的精髓，
后续利用了伦敦博览会的一个
展馆，并在其中收藏了从1851
年到1901年之间的世博珍品。
这家博物馆珍藏着一幅创作于
1852年的油画，它反映了1851
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开幕
式盛况，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
一，甚至在该馆内展示用的这幅
油画都是复制品。但是在和陈
燮君团队接触之后，V&A博物馆
馆长马克·琼斯决定拿出真迹，
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去展出。

在上海世博会整个策展的
过程之中，陈燮君带队最终从法

国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罗丹博
物馆，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博
物馆、索菲亚艺术中心，英国伦
敦的大英博物馆、V&A博物馆等
世界著名博物馆和国内各大博
物馆中为两个展馆借来了330
件文物，其中约90%是首次在上
海展出。而且没有任何借展
费。这些来自世界和全国各地
的珍品成为了让世博会观众大
饱眼福，也成为改革开放40年
上海文博史上的精彩话题。

其实上海文博界对外交流
中像这样的盛事不限于世博
会。2008年，世界著名博物馆英
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
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国
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及代
表，与中国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
物馆的馆长在上海齐聚对话，共
同探讨如何发挥博物馆的作用，
让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变得更频
繁有效等问题。并宣读了《全球
博物馆联盟协议》。这些馆长都
是世界文博界的著名人物，平时
出席一位都会引起轰动，像这样
齐聚一处开会，是极其罕见的。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上海文博界是走出国门去
看世界，开拓了自己的眼界，那
么进入21世纪的这些年，是世
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争相来看
中国，来看上海。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转变。”陈燮君说，在过去中

国的博物馆馆长出国交流，对方
博物馆能出来一位东方部主任
接待就已经算不错了，可是现在
是“平等交流”。

陈燮君对青年报记者说：
“我觉得这一系列重要变化的背

后，正是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
上海文博事业的蒸蒸日上。上
博之所以那么多世界著名文物，
没有中国国力的增强，上海这座
城市魅力的凸显，是无论如何都
不可能实现的。

从走出国门看世界到让世界看中国

陈燮君1999年初来到上海
博物馆工作时，上博位于人民
广场的新馆刚刚建成3年多，当
时这在全国也是著名博物馆
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推进，上
博东馆的建设是历史的必然。

上博东馆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预计2020年建成开放。上
海博物馆东馆计划建筑面积为
10万平方米，届时很多深藏库
中多年的珍贵文物都有机会与
观众见面。当然，这也是改革
开放以来上海文博事业发展的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陈燮君虽然已经从上博馆
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但他依然在
思考着博物馆未来的发展。陈燮
君对青年报记者说，博物馆有收
藏、研究、社会教育和展示三大传
统功能，这三大功能都是公认
的。但是在此之外，陈燮君认为
还应该再加上对于休闲功能的探
索。“我在世界博物馆联盟大会上
也说博物馆应增加休闲功能的探

索。来博物馆休闲一下，感受一
下浓郁的文化气息，当然也是可
以的。”陈燮君对上博东馆增加了
休闲区域表示赞许。

另外，陈燮君认为，经过了
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上
海已经有了大量博物馆，这些
博物馆涵盖各个领域，对市民
的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可
是还是有空缺需要填补，那就
是应该加强生态博物馆的建
设。2001年发现的志丹苑是保
存完好的元代水闸遗址，并被
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2009年建成了元代
水闸遗址博物馆，这是上海第
一个遗址类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
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
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
出。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特定
区域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
博物馆”。它强调保护、保存、展
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

整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
活态关系。目前中国大陆已经
有一些生态博物馆，主要集中在
少数民族地区，陈燮君认为，上
海也有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
建立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和文
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一种传承。

博物馆也可以加强休闲功能

陈燮君谈文博事业管理者的素养

黄艺 制图


